
大學組海報發表獲獎名單 

大學海報 1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其他) 

名次 作者群 篇名 

第一名 
陳敏郎、林亞蔙、藍以晴、陳韋慈、

喬甯 

健康意識、健康生活型態與營養保健食品使用行

為相關因素之探討 

第二名 劉綉娟、吳采霏、吳羽婷、謝明娟 中高齡者健康生活型態與樂活程度之相關探討 

第三名 
葉婉榆、莊孟婷、鄭安勳、張菀凌、

李筠靖、陳俞君 

臺灣工作者減效出席相關因素分析和潛在健康

生產力損失推估模型之建立 

佳作 
林亜蓁、紀宜君、林芷吟、葉雯婷、

黃惠菁、卓筱紋、楊秋月 

年輕族群對自費健康檢查的意願及影響因素之

研究 

佳作 
許貽雯、陳逸珊、莊文慧、江慶儀、

隋安莉 
寂寞感、自尊感與睡眠品質─以中老年人為例 

佳作 
蔡馥如、陳秀惠、凃佳勳、黃珮甄、

蔡文馨、黃怡琇、陳昱潔、何清治 
大學生身體意象與減重意圖之相關研究 

佳作 
郭德貞、廖玟淇、陳毓庭、張曉萱、

洪虹鋗、張巧靜 

青少年攝取高鈉含量食物行為城鄉差異研究－

以 KAP及計劃行為理論整合模式探討 

 

 

大學海報 2 

(醫務管理+醫療資訊+健康產業管理) 

名次 作者群 篇名 

第一名 

葉季森、黃美鳳、詹善淳、黃怡心、

張修珮、吳家慈、簡郁珈、廖汶榕、

施宛葶、林素真 

大學生醫學術語學習現況、困難、策略研究 

第一名 邱郁珊 
開發以行動載具為基礎之健康管理與資訊整合

平台 APP 

第三名 
林于涵、陳思婷、高靖媗、陳湘妮、

葉文政、陳世閔、劉育誠、李美文 
醫管系學生院內感染知識及其相關因素探討 

佳作 
郭彥宏、陳綾穗、王仁秀、賴品琇、

陳昱穎、李紀璇、林玟君 

醫療照護模式創新之探索性研究：以 Nourish the 

Children商業模式為例 

佳作 吳聰慧、呂佳融、林芮萱、莊絮茗 HospitalsCombined, Trivago病床 

佳作 鄭孟媛、林俊憲、譚慧芳 
降低院內暴力事件發生次數─以南部某區域醫

院為例 



大學海報 3 

(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長期照護+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醫療品質) 

名次 作者群 篇名 

第一名 陳恩平、翁瑞宏、吳葦柔 
探討金門地區中老年人選擇長照服務類型之意

願與影響因素 

第二名 
陳亮汝、黃文靈、曾怡婷、柯婉蓁、

楊言潔 
月薪或時薪？探討居家照顧服務員之選擇偏好 

第三名 劉映佑、翁瑞宏、黃裕權 
身心機能活化運動對金門社區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影響 

第三名 
王昱絜、詹怡如、陳敏綺、陳玉瑄、

湯雅如、彭思穎、李怡真 

運用 IPA 分析影響醫療品質之關鍵因素－以花

蓮某地區醫院為例 

佳作 
葉家禎、吳維欣、沈芸婕、鄭怡娟、

隋安莉 
堅韌性格與網路成癮-以全台大專生為例 

佳作 
許哲瀚、林怡秀、王于瑄、黃愛潔、

沈香如、陳映孜、郭慈安 
調查青少年對失智症認知之研究 

佳作 
陳惠芳、潘照芬、陳珮妏、張雅雯、

鐘翌菁、翁紹薇、蕭宇廷、郭宏毅 

探討某護理之家住民跌倒密度和風險因子與改

善策略 

 

  



研究生組海報發表獲獎名單 

研究生海報 1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 

名次 作者群 篇名 

第一名 
洪錦墩、李美文、李淑芬、何清治、

官錦鳳、傅素芳 
護理人員輪班模式對工作疲勞之影響 

第二名 林玉姍、簡淑芬 職場減重對肥胖改善之成效分析 

第三名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何清治、

官錦鳳、鄭淑玲 
糖尿病病人高診次利用之特性與相關因素探討 

佳作 尤惠鈴、王俊毅 
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重建狀況及其相關因子

探討 

佳作 林寶靜、謝淑惠 探討影響銀髮族使用社群媒體意願之重要因素 

佳作 魏慧學、李雅珍 
應用認知活動團體於輕度至中度失智症長者之

成效 

佳作 鍾承芳、黃昱瞳、葉德豐、張育嘉 
台灣 65 歲以上失智症老人接種流感疫苗之成

效分析 

 
研究生海報 2 

(長期照護+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 

名次 作者群 篇名 

第一名 謝幸芳、黃桂香、陳金淵 
南區某區域教學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對醫療服務

營運之外溢效果初探 

第二名 蔡淑宜、郭彥宏、林思妍 
民眾對照顧服務員照護服務品質之重要性績效

分析 

第二名 鄭奇浲、林子傑、林建甫、梁文敏 
探討中藥對髖骨骨折患者術後的死亡率和併發

症之影響 

佳作 黃婷意、謝淑惠 
影響護理之家住民非計畫性轉至急性醫院住

院、急診之相關因素 

佳作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何清治、

官錦鳳、麥培娸 
影響結核病住院病人死亡之因素探討 

佳作 黃郁慈、謝明娟 
大學生對老化態度、行為意向及老化需求之探

討 



研究生海報 3 

(健康產業管理+醫務管理+醫療行銷) 

名次 作者群 篇名 

第一名 
莊慧專、劉秋松、謝明鴻、蘇千田、

劉文信、王振宇、溫福星、王中儀 

職業類別暨行業別與憂鬱程度之多層次分析-

行政院主計處標準分類 

第二名 
何至哲、趙建蕾、龔建吉、張馨云、

許哲瀚 

以結構方程模式探究消費者對產銷履歷產品之

購買意願 

第二名 陳柏宇、張育嘉、葉德豐 

住宿型長期照護機構工作人員對於防火管理的

認知、態度與行為之研究 -以臺中市大里區為

例 

佳作 羅梓嘉、陳芬如、謝凱生 
先天性心臟病患者自我照顧、自我效能與生活

品質研究 

佳作 
陳稚函、張馨云、許哲瀚、龔建吉、

趙建蕾 

思覺失調症患者主要照顧者家庭功能與照顧負

荷相關因素之探討 

佳作 
許雅惠、蔡宗翰、張育嘉、黃麗玲、

溫佩琪、彭美凌、蔡宗展、葉德豐 
護理人員工作家庭衝突現況與相關因素之研究 

佳作 黃瀞慧、黄光華、陳維恭 急診職場暴力對護理人員工作留任影響之探討 

 
研究生海報 4 

(醫療品質+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醫療資訊+其他) 

名次 作者群 篇名 

第一名 王晨檉、謝嘉容 
針對偏遠地區人口進行全民健康保險現況政策

分析 

第二名 
梅慧敏、龍紀萱、何怡儒、劉秀芬、

張淑真、黃素猜 
癌症末期患者舉辦生前告別式意願之初探 

第三名 
梅慧敏、龍紀萱、何怡儒、張淑真、

黃素猜、粘玉婷 

在職進修護理人員對於安寧療護課程需求之初

探 

佳作 馬震中、林芸羽 婦科重大手術病人術後醫療品質影響因素研究 

佳作 邱馨慧、李佳綺、陳韵宜 
探討個人和區域層次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癲癇

醫療利用之影響 

佳作 
鄭淑華、趙建蕾、許哲瀚、龔建吉、

張馨云 

結合科技接受模型及科技配適度探討護理人員

使用社群媒體對工作績效之影響 

佳作 許馨云、羅英瑛 
中西合併治療腦中風療效分析-以南部某醫學

中心傳醫科為例 

佳作 陳品伶、李佳綺 探討台灣心臟疾病死亡率之區域不平等 



醫院實務組海報發表獲獎名單 

(醫務績效管理與健康促進照護組) 

名次 作者群 篇名 

第一名 
顏淑婷、施俊偉、楊宗翰、王志榮、

應純哲、顏亦廷、沈延盛 

重大外傷病人在外傷系統下之醫療資源耗用

分析 

第二名 黃建誌、陳怡誠 
探討醫院資材庫自動撥補儲位改善標示作業

之持續性成效 

第三名 郭怡伶、曾惠美、林為森 
肺部復健運動介入以改善呼吸器依賴病人肌

肉力量之成效探討 

佳作 吳美慧、李崇豪 大腸鏡檢查腸道準備之品質改善經驗分享 

佳作 
戴喬雲、林為森、楊淑齡、劉淑敏、

朱國馨 

精神科社區家園住民自我管理減重成效之研

究 

 
醫療品質(一) 

名次 作者群 篇名 

第一名 葉麗月、楊志惠 實證護理在老人壓瘡的功效 

第二名 莊雅媛、曾艷婷、倪靜儀 
利用 Google 行事曆共同分享功能麻醉肝腫瘤

射頻消融術排檢流程之成效 

第二名 
陳佩珍、洪弘昌、施志宏、吳美靜、

葉麗月 
實證護理在呼吸器相關性肺炎的應用 

佳作 
吳晨宇、顏淑婷、楊宗翰、王志榮、

顏亦廷、沈延盛 
延遲診斷對於外傷病人之探討 

佳作 邱羨涵 降低病房護理人員給藥異常發生率 

佳作 高惠君、洪瑩朱、張碩芳 
運用根本原因分析暨跨團隊合作策略提升民

眾接受流感疫苗接種之成效 

佳作 曾惠美、林為森 
組合式照護降低中心導管血流感染率之研

究—以某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為例 

 

  



醫療品質(二) 

名次 作者群 篇名 

第一名 
林慧欣、陳逸亭、史斐月、蘇睿寧、

古秋雲 
降低住院高齡者跌倒發生率之改善專案 

第二名 
高琳詠、鍾美玲、陳碧芳、何瑛、阮

仲烱、蔡青陽 

推動高齡友善建康照護之政策-以阮綜合醫院

為例 

第三名 

林家伃、陳雅靜、蔡丞家、張家曦、

李文豐、陳佳伶、吳佳娟、周正忠 、

王源邦 

降低體檢表處理流程詢問頻率及時間 

第三名 黃友志、黃漢龍、李冠霏、蘇淑芬 創新股動脈止血加壓器-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佳作 張紜裴、曾綉娟、陳維利 
醫院導入醫病共享決策對病人醫療決策之影

響 

佳作 梁懿珊、邢淑珍、郭彥宏 運用激勵制度提升呼吸治療師專業能力進階 

佳作 
史斐月、陳逸亭、林慧欣、古秋雲、

蘇睿寧 

以口腔護理護照護活動預防高齡者發生院內

感染性肺炎之成效 

 

 


